2017 年 E 時代教育再造國際學術研討會－
「自發、互動與共好」的理念實踐」議程
2017 年 10 月 6 日（星期五） 08：10-16：50
地點：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求真樓 1F 音樂廳、演講廳及 K401 會議室
時間

活動

地點

內容

08：1008：30

報到

求真樓
1F 大廳

報到與領取會議手冊

08：3008：40

開幕式

求真樓
音樂廳

主持人：王如哲（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長）
佳 賓：陳竑濬（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理事長、中國文化大學教育
學系教授）
陳寶山（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秘書長、中國文化大學教育
學系教授）

08：4009：30

專題
演講一

求真樓
音樂廳

主持人：王如哲（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長）
演講人：蔡清田（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教授兼教育學院院長）
講 題：十二年國教課綱核心素養

求真樓
音樂廳

主持人：梁福鎮 (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暨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教授兼
法政學院院長)
演講人：Tianlong Y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Edwardsville, USA)
講 題：A new virtue centered education for democratic citizenship
(以新的
德行教育論民主公民資質之培養)

09：3010：20

專題
演講二

10：2010：40

10：40- 口頭發表
12：10 A 主題：
（90 分 十二年
求真樓
國民基
鐘）
音樂廳
論文發 本教育
的理念
表一
與落實

茶敘
主持人：陳成宏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教授)
討論人：陳延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討論人：曾榮華（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論文與發表者：
1.國小學生運用線上遊戲學習平台 PaGamO 現況之調查研究
呂欣芸 (臺中市北區立人國民小學教師兼資訊組長)
2.以校園昆蟲為主題之校訂課程實施情形研究
廖婉雯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暨南投縣國姓鄉長福國民
小學教師兼教導主任)
3.概念構圖策略對國小五年級學生組織文本篇章結構之歷程研究
陳佩怡 (臺中市北屯區文昌國民小學教師)
楊裕貿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採計服務學習積分之研究
陳淑君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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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楊銀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討論人：潘世尊 (弘光科技大學幼兒保育學系教授兼教務長)
討論人：連啟舜 (國立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暨教育學研究所副教授)

口頭發表
B 主題： 求真樓
閱讀理 演講廳
解教學

10：4012：10
（90 分
鐘）
論文發
表一

口頭發表
C 主題：
實驗教育
與教育革
新

發表論文與發表者：
1.運用「持續安靜閱讀」策略影響偏鄉國小高年級學生閱讀行為之試探性研
究
陳姿綺 (臺中市清水區吳厝國民小學教師)
曾榮華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2.國小教師運用問思教學改善學生閱讀理解表現情形之研究
林乙安 (臺中市西屯區大仁國民小學教師)
游自達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3.運用提問策略探究國小五年級學生閱讀理解推論表現與困難之研究
林慧卿 (臺中市南區信義國民小學教師)
游自達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4.運用橋梁書共讀改善國小二年級學生閱讀理解之初探
梁翠蘭 (臺中市沙鹿區竹林國民小學教師)
游自達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陳慧芬（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討論人：陳啟明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退休副教授)
討論人：陳聖謨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發表論文與發表者：
1.以校長觀點探討公辦公營華德福學校課程轉型之研究
李育瑄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研究生)
求真樓 2.華德福實驗學校的農耕課程設計與實施之研究
K401 會
李友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研究生)
議室
3. 國小六年級學生在實施 STAD 合作學習策略下數學學習態度與學習表現
的改變
蕭淑娜 (臺中市太平區宜欣國民小學教師)
游自達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4.偏鄉小校轉型與再生策略之研究－以一所偏鄉國小為例
吳忠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雲林縣水林鄉中興國民小
學校長)

12：1013：30

午餐/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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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D 主題：
求真樓
教育再造
音樂廳
與學校行
政

主持人：陳寶山（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秘書長、中國文化大學教育
學系教授）
討論人：馮丰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討論人：黃寶園 (中臺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副教授)
發表人：
1.哀兵必勝：學校行政人員使用防禦性悲觀策略原因之探討
陳成宏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系教授)
2.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校教師面臨組織變革之態度個案研究
曾于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3.國小教師設計正向心理學取向教學活動提升學童正向思考之行動研究
劉美足 (臺中市霧峰區峰谷國民小學教師)
4.國小校長領導與教師工作滿意度之關鍵因素
張恭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博士生)

13：3015：00 口頭發表
（90 分 E 主題： 求真樓
教育再造
鐘）
演講廳
論文發 與學生學
習
表二

口頭發表
F 主題： 求真樓
教師專業 K401 會
與課程設 議室
計

主持人：陳竑濬（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理事長、中國文化大學教育
學系教授）
討論人：許宏儒 (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討論人：林啟超 (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發表人：
1.法籍學生華語學習聽說困境之探討
張易晴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研究生)
2.國中教師以米羅繪畫風格融入視覺藝術教學啟發學生創造力之行動研究
胡佳雯 (臺中市立豐陽國民中學教師)
3.教師運用影片教學培育國中生正向價值觀之研究
高瑜鎂 (臺中市立豐東國民中學教師)
4.國小六年級課室中學生論證表現之探究：以臆測活動為取徑
趙珉鈺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學系研究生)
陳彥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游自達（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討論人：呂文惠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討論人：王金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發表論文與發表者：
1. 以英語歌曲結合繪畫創作與多媒體軟體編輯提升國小六年級學童英語學
習興趣之行動研究
吳炎鈴 (臺中市龍井區龍海國民小學英語巡迴教師)
陳慧芬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2.臺南市國民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個案研究─以蝴蝶國小為例
李怡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3.英語紮根計畫之句型教學活動設計之初探
詹雅涵 (臺中市新社區新社國民小學英語教師)
曾榮華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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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運用差異化教學策略提升國中學生英語閱讀學習表現之初探
楊雅玲 (臺中市立新光國民中學英語教師)
張淑芳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退休副教授)
茶敘 / 海報發表展示討論
主持人：顏佩如副教授、賴志峰副教授、陳盛賢助理教授、李彥儀助理教
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發表人：
1.國小教師實踐專業之個案研究
張秀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2.幼兒動手玩科學遊戲活動之行動研究

15：0015：40

茶敘/
海報發
表

劉玉純 (臺中市石岡區石岡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教師)
蔣姿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3.運用後設認知策略教學提升國小數學低成就學生應用題解題能力之初探
林俊甫 (臺中市龍井區龍山國民小學教師)
4. 12 年國教新課綱推動過程所造成的教師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
關係之研究：以南投縣國小教師為例
蕭宇呈 (南投縣南投市僑建國民小學教師)
5.私立小學教育人員及家長對學校行銷策略與學校認同度之研究
葉美智 (臺中市私立華盛頓國民小學行政人員)
6. 國中教師運用親情微電影進行子職教育之行動研究
求真樓
葉淑娟 (苗栗縣立新港國民中小學教師)
1F 大廳 7.運用桌上遊戲融入英語教學提升國小三年級學生英語學習興趣之初探研
究
許舒佳 (臺中市西區中正國民小學教師)
曾榮華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8.國中教師處理學生同儕人際關係策略之個案研究
蔡侑妘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教師)
游自達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9.偏鄉學校原住民行政教師角色衝突與調適之個案研究
周雅惠 (臺中市和平區白冷國民小學教師)
10. 英國幼兒教育 EYFS 方案改革之探討
盧美靜 (臺中市私立早稻田幼兒藝術園兼任美語教師)
11.新住民子女學童學校生活適應現況之探討
戴琪珮 (臺中市北屯區建功國民小學代理教師)
12.一位實踐「自發、互動與共好」的樂齡學習者之國中補校學習歷程探析
魏阿慧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補校訓輔組長)
13.The Role of Instruction in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Social Justice Issue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李尚維 (國立東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4

15：4016：30

專題
演講三

求真樓
音樂廳

16：3016：50

綜合座
談及閉
幕式

求真樓
音樂廳

主持人：李安明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教授)
演講人：鄭志強 (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系教授)
講 題：Exploring Japanese Lesson Study with Nonaka SECI Knowledge
Creation Model（運用野中鬱次郎 SECI 知識創造模型解構日本授
業研究）
主持人：任慶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兼主任）

備註：1.各場次論文發表共計 90 分鐘，其中，主持人開場 3 分鐘，發表人各 15 分鐘，討論人 20 分鐘（第一
位討論人負責第 1-2 篇討論，第二位討論人負責第 3-4 篇討論，每位討論人 10 分鐘）
，主持人引導
開放討論 7 分鐘。
2.各場次論文發表（依議程排定時間）及海報發表時間（15：00-15：40）
，發表人須親自出席發表，
才發給發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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